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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7 月 1 日 

By Rick Boxx  
 

等待：沒有人喜歡運用的「策略」 
 

很多人發現自己每天都在所謂的枯燥繁瑣事務中來回奔波，瘋狂地衝向另一場會議

或下一個截止日期，因為害怕失敗或錯過一些千載難逢的機會而拒絕放慢速度。耐

心不是我們努力培養的美德。如果我們停下來等待，就開始害怕這個快節奏的世界

會不斷往前，把我們遠遠甩在後面。 

 

人們把「等待」稱為一種伺機而動的「策略」，但是絕大多數人都覺得完全無法享

受其中。無論想要的東西是甚麼，我們都想馬上得到。 

 

不久前我遇到一位成功的商界領導人，他承認了這一點。他告訴我，對他來說最困

難的事情之一就是「等候上帝」。即便他已經認清自己，準備好往職業生涯的下一

階段邁進，但上帝尚未開路，所以，他發現自己還在上帝的「等候室」中。 

 

許多以目標為導向的企業領袖，會掙扎於耐心等待上帝的方向，寧願自己向前衝。

背後的原因其實是很複雜的。因為當我們被迫等待時，會感覺失去主導權，任環境

擺佈。行動派的人就會認為等待 — 從緊鑼密鼓的活動中暫停 — 非常浪費時間和精

力。 

 

但是，我們以商業和專業人士的角度重新思考聖經中提出的原則時，就會發現上帝

一些最偉大的工作，常常發生在祂吩咐祂的子民等待之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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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我們在使徒行傳 16 章中讀到使徒保羅和他的同伴被禁止進入一個他們看起

來應該要去的地方：「到了每西亞的邊界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，耶穌的靈卻不

許。」（使徒行傳 16 章 7 節）他們當時一定很懷疑為什麼，因為他們知道那個地

區的人非常需要聽見他們很渴望分享的福音。 

 

事實上，保羅的計劃中斷過兩次。但是，後來他明白了延誤的原因。而因著等待主

和祂的時機，保羅最終能在馬其頓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教會。事實證明，上帝的意

念高過我們的意念。 

 

在以色列國王大衛寫的詩篇第 37 篇中，我們可以讀到一段充滿動詞的經文：「你

當倚靠耶和華……」、「又要以耶和華為樂……」、「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，並倚

靠他……」這些是我們喜歡聽的話 — 我們能做的事。但後來我們又讀到：「你當默

然倚靠耶和華，耐性等候他」。（詩篇 37 篇 7 節）第 34 節則寫著：「等候耶和華，

遵守他的道。」 

 

當我們讀到這些經文的時候，會很想回答說：「什麼？等待？為什麼我們不能繼續

前進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！」我們經常在事後回顧時，發現上帝的計畫和時間與我

們心中的想法不同 — 而且更為美好。當你覺得被上帝攔阻時，請記住祂知道世界的

開始和結束，我們的天父總是知道什麼是最好的。 

 
版權所有 2019  非傳統商業網路(前身為純全資源中心)。節錄自和 Rick Boxx 的純全時刻，這本刊物主要是從基
督徒的角度來探討職場上正直這個主題。如果希望知道更多關於這個事工或是想訂閱每日純全時刻，請上這個
網站: www.unconventionalbusiness.org. Rick Boxx 最新出版的書提供用五個關鍵的神的方法來建立企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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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討論 
 

第一、你擅長等待嗎？遇到意外且非預期的延宕時，你通常會有什麼反應？ 

 
第二、你認為為什麼對多數人來說，等待是如此困難？ 

 
第三、回想一下，以前你是否有這樣的經驗：別無選擇只能等待，後來卻發現延遲

其實帶來了更好的結果？請描述這種情況以及你當時如何反應，包含你一開

始需要等待的反應，以及之後明白等待才是你所能做最好的事的反應。 

 
第四、當你沒有別的選擇，只能被迫等待，沒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向前進時，你通常

會意識到這個「伺機而動的策略」是上帝的工，祂意念的結果嗎？請分享你

的答案。 

 

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，請參考以下內容。  
 
列王記上 19 章 1-18 節)： 

19:1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洗別。 

19:2 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，告訴他說：「明日約在這時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

那些人的性命一樣，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。」 

19:3 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，到了猶大的別是巴，將僕人留在那裏， 

19:4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來到一棵羅騰樹下，就坐在那裏求死，說：「耶和華

啊，罷了！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。」 

19:5 他就躺在羅騰樹下，睡著了。有一個天使拍他，說：「起來吃吧！」 

19:6 他觀看，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 

19:7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，說：「起來吃吧！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。」 

19:8 他就起來吃了喝了，仗著這飲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晝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 

19:9 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：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裏

做甚麼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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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:10 他說：「我為耶和華－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

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」 

19:11 耶和華說：「你出來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」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，在他面前

有烈風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華卻不在風中；風後地震，耶和華卻不在其中； 

19:12 地震後有火，耶和華也不在火中；火後有微小的聲音。 

19:13 以利亞聽見，就用外衣蒙上臉，出來站在洞口。有聲音向他說：「以利亞啊，你

在這裏做甚麼？」 

19:14 他說：「我為耶和華－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；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

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」 

19:15 耶和華對他說：「你回去，從曠野往大馬士革去。到了那裏，就要膏哈薛作亞蘭

王， 

19:16 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，並膏亞伯‧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

接續你。 

19:17 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，必被耶戶所殺；躲避耶戶之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殺。 

19:18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

的。」 

 
詩篇 40 篇 1-5 節 

40:1 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；他垂聽我的呼求。 

40:2 他從禍坑裏，從淤泥中，把我拉上來，使我的腳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腳步穩當。 

40:3 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讚美我們 神的話。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，並要倚靠耶和華。 

40:4 那倚靠耶和華、不理會狂傲和偏向虛假之輩的，這人便為有福！ 

40:5 耶和華─我的 神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並你向我們所懷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陳明。

若要陳明，其事不可勝數。 

 
詩篇 46 篇 10 節 

40:10 我未曾把你的公義藏在心裏；我已陳明你的信實和你的救恩；我在大會中未曾隱

瞞你的慈愛和誠實。 

 
詩篇 62 篇 5 節 

62:5 我的心哪，你當默默無聲，專等候 神，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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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篇 123 篇 1-2 節 

123:1 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舉目。 

123:2 看哪，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，我們的眼睛也

照樣望耶和華─我們的 神，直到他憐憫我們。 

 
以賽亞書 40 章 27-31 節 

40:27 雅各啊，你為何說，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？以色列啊，你為何言，我的冤屈 

神並不查問？ 

40:28 你豈不曾知道嗎？你豈不曾聽見嗎？永在的 神耶和華，創造地極的主，並不疲

乏，也不困倦；他的智慧無法測度。 

40:29 疲乏的，他賜能力；軟弱的，他加力量。 

40:30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；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。 

40:31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。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；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

卻不疲乏。 

 
耶利米哀歌 3 章 25-29 節 

3:25 凡等候耶和華，心裏尋求他的，耶和華必施恩給他。 

3:26 人仰望耶和華，靜默等候他的救恩，這原是好的。 

3:27 人在幼年負軛，這原是好的。 

3:28 他當獨坐無言，因為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。 

3:29 他當口貼塵埃，或者有指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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